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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
点上，时间贯穿于我们生命中的全
部，钟表的嘀嘀嗒嗒声、四季的更替
轮回、脸上的皱纹与头上的白发，都
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时间无处不
在。“一切皆流，无物往常”，我们总
是把时间赋予意义与内涵：孔子的

“逝者如斯夫”、赫拉克利特的“人不
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柏格森的

“具体的绵延”、克尔凯郭尔“存在的
瞬间”，都从哲学方面说明了时间本
身不是虚无、不是重复，而是连续性
的生命常态与存在。

七年来，晁方方拍摄窗外风景
的行为一直在进行，并仍将持续下
去，他用个体生命岁月来记录时间
的浩渺无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
种艺术行为，无关形式或材质，而关
乎思想和内涵。晁方方选择摄影的
形式来展现他的观念艺术，以其想
法和观念来完成作品。“视觉化叙
事”是晁方方观念艺术追求的主要
目标。在家中，他选取固定的视角，
凝视窗外的风景，与一成不变的街
道、建筑、草木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
陌生感，并发掘存在的意义。这一
系列摄影作品直接以《窗外》作为大
标 题 ，忠 实 记 录 了 时 间 碎 片 的 痕
迹。窗外的天空是时间的匆匆更
替、窗外的树木是时间的轮回往复、
窗外的建筑是时间的静默流逝，表
达了晁方方对时间的关注与敬意、
对独特生命状态的珍视。生活本身
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此就是最好
的艺术品。生命周期、大气运动，以
及季节、昼夜和瞬息间的变化，都使
寻常的图景在一种全新的阐释中产
生了不寻常的魅力，被赋予了崭新
意义和价值。

晁方方主要表现对象是被肉眼
观看到的窗外的实体景物，随着太
阳的移动，他珍惜时间的一期一会，
捕捉瞬息光线、空气与图景互相纠
缠的状态，表现眼睛与景物之间即
时性的感知关系。不同时间内，同
一角度、同一格式、同一构图中的图
景，看似单调重复，却在光线强弱中
呈现出色彩和明暗的细腻变化。《二
十四节气》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
影”，晁方方按下手机的时刻就记录
了节气的交替、太阳运行的周期变
化的某个确切的时间，借春日的万
物复苏、夏日的生机勃勃、秋日的艳

阳高照、冬日的萧条肃杀，向生活在
这片土地的先民致敬。《冬日的曲
调》系列带着明显的主观叙事，把色
调与音乐旋律直接联系在一起，通
过标题传达出或舒缓、或哀伤、或忧
郁、或明快的气氛，不同的色调赋予
风景无穷个阐释。《向经典大师致
敬》通过风景摄影色调与影调的改
变，转译了艺术大师的艺术语汇与
宏观印象。《云卷云舒》中的云影瞬
息万变：乌云压城城欲摧；漠漠沈沈
向夕晖；蔽月遮星作万端；点破清光
万里天，都道出了世事变化莫测。

《窗外》题材摄影避免了概念
化、同质化和模式化的倾向，将日常
风景看作自然资源或客观存在物的
单调刻板态度也被消解。拂晓与黄
昏、明媚与阴翳、燥热与严寒，光与
影、形与色的巧妙配合，显示出了时
间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在日常经
验中，人们处于真实流变的世界，知
觉到的总是事物在经过无数个细微
瞬间和多个空间方位连续叠加后的
最终印象，晁方方却要将这种最终
印象还原为构成它们的诸多瞬间本
身。

观念艺术既与思想上的深度思
考相关，又关乎日常生活。艺术作
品总是要有所表达，并将所表达之
物归之于作者的观念、态度、立场、
情感、体验等诸种精神活动内容，无
论是否借助具象化的艺术形象，艺
术家凝注在作品中的总是自己的某
种独特存在感受，艺术形象则是用
以表达和传递那种感觉的依托，或
者说是对创作者情动活动的特殊记
录方式。拍摄时，P图软件的使用是
有限的，滤镜的使用，不仅使光线的
变 化 更 加 清 晰 ，还 赋 予 图 像 以 情
感。窗外的风景是一种真实的存
在，包含着家园感与亲情感，晁方方
的摄影作品呈现出的是时间与此时
在场者的一种碰撞，引发视觉情动
的即时观照和参与。

艺术家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情动借助艺术形象传递给欣赏
者，并在他们身上唤起类似的情动
效果。情动既是艺术家创作的推动
力，又构成其作品的表达内容。如
果说一切艺术本质上都以情动为基
础，那么晁方方紧紧抓住外部事物
触碰视觉当下即时发生的情动。今
天，我们依然使用“审美”这个词，但

“审美”的含义与范畴在不断发生拓
展，它并不意指专门去欣赏“美”的
东西，在现代美学语境中，“美”更贴
近古希腊语中 aesthetics 这个词的原
初意思——感性的。现代艺术也更
倾向于去捕捉、玩味、思考事物对存
在者感性知觉的直接触动。在《窗
外》这一系列照片中，现时的感受把
我们变成了局中人，真切地感觉到
了时间的刻度。它们将观者的注意
力引向自身，使他们察觉自身。每
一张照片都是与窗外风景的对话，
包含着对时间的感受与反应；在交
流与对话中，我们享受广阔与豁然，
并与风景融为一体。

太阳每时每刻都是新的，生活
每时每刻也都是新的。物质与时空
并存，只要物质存在，时间便有了意
义。从存在的角度来看，当下的每
一个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
复的，并终将消失。某时刻发生的
事件与另一时刻并不完全相同，它
们都有着独特的时间标记。晁方方

《窗外》题材照片的魅力在于体悟节
气交替，观察四季轮回，重视时间差
异。《窗外》消除了因熟视无睹而产
生的惰性，使平凡图景回归到自得
的真实状态。

七年来，晁方
方从这个固定角
度，透过手机数万
次观注窗外的风
景。这种举止本身
就是做行为艺术。
这一系列摄影作品
直接以《窗外》作为
大标题，表达了晁
方方对时间的关注
与敬意、对独特生
命状态的珍视。生
活本身就是活生生
的创造，因此就是
最好的艺术品。

系列摄影作品《窗外》

寅虎新春，京华霞蔚。旗荡五环
之形，宇举万国之会。长城熠熠，拥
抱四海之英；圣火熊熊，烁晖冬奥之
魅。松迎远客，国不分大小弱强；梅
醉来宾，域无论东西南北。皎皎白雪
魂魄，彰中华之襟怀；赫赫京张奥坛，
烨健儿之对垒。黄钟再奏，已举两奥
于京都；紫气千重，更昭民族之祥瑞。

溯其奥运，千载盛名。古希腊
发端而起始，顾拜旦重倡而再兴。
四年之一届，分属于夏冬。举乎冬
奥，竞乎雪冰。于是斗严寒而强体
魄，比竞技而促交融。历近百年而
渐旺，经廿四届则更隆。今乃幕启
鸟巢，技展恢弘。空灵而妙曼，美轮
而朦胧。冬梦塑追求之尽美，冰墩
献欢喜而呆萌。跳台高擎，何怜一
跃惊险，冰丝冷艳，却生万般柔情。
蒸蒸乎，大中华蒙盛世之气象；浩浩
兮，冬奥会荡体坛之雄风。

观夫倾寒酥而勃勃，骋赛场而
煜煜。踏冰清而忻怡，驰雪洁而婉
奕。似哪吒踩乎火轮，若尼凯插乎
双翼。舞凤惹琼屑之飘摇，惊鸾绘
飞天之绝丽。叹陀螺而飞旋，喜双
鹤之腾举。步如逐电，高山滑而追
风；身若轻鸢，越野滑则千里。赏冰
壶悠然之雄姿，醉冰球轻盈之步
履。单板空中飞翔，雪橇坡上遒
逸。岂忧风扰，无非拂面而萦盈；何
惧冷侵，自有豪情之踔厉。于是傲
苍穹，飞云羽。攀险峰，步征旅。巾
帼豪迈兮回雪而游龙，须眉威仪乎
柱天而踏地。

斯则空前盛会，寰宇心倾。朗
朗神州，再引英豪济济；泱泱华夏，
高奏礼乐声声。百年愿景，今朝梦
成。梦圆中兴时代，景刻炎黄汗
青。未来携行，共挽五环之锦绣；命
运与共，永筑四海之和平也！

北
京
冬
奥
会
赋

□

任
秀
峰

左
图
：
《
版
画
视
界
之
凸
版
》

右
图
：
《
版
画
视
界
之
凹
版
》

我生活在一座边疆小城，即便
这样，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都没怎
么见过麻雀。那时候，城市的野趣
几乎绝迹。这可能和城市的发展关
系不是很大，而是上世纪 50年代除
四害的直接后果。

那个时代的我从未想过一个城
市与野趣有何关联，难道城市不是
因为脱离了荒野才变得文明而伟大
吗？因为思想的局限，一直以来，我
在我的城市里偶尔看到一只或两三
只麻雀，竟然觉得这物种就是这样
的，三五就成群了。直到最近几年，
遇到两个超级麻雀群，才知道真相
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两个超级麻雀群中的一个，
比较喜欢两条热闹大道交汇处的一
个小小的街心花园。那一横一纵的
大道是通向城市外的交通要道，非
常喧嚣。可就是这样的形势下，一
个可能超过两百只的麻雀群，常常
光顾街心花园。

我最喜欢秋天时的这个小园
子，云杉对时令几乎无感，依然浓
翠，弥漫着一股令人沉醉的冷香，定
下了小花园的调子。但是草地肉眼

可见地稀疏了，矮树墙也一样，叶子
渐渐落尽，只留下几道锈铁般现代
艺术趣味的几何造型。矮树墙相当
接近麻雀的颜色，而细部枝杈繁密
有点儿像麻烦的网。麻雀们有一种
奇妙的本事，能精准飞进矮树墙密
集的空隙之间，并瞬间消失，融进枝
丫的网中，再也找寻不见。我看那
真是精彩的一幕。它们飞行中无需
任何调整，没有减速、揣度或者试探
犹疑，直接俯冲。而它们在云杉上
再现的时候，也好像完全不需要过
程和解释。它们又是怎么飞出矮树
墙的呢？又或者它们是如何像魔术
师一般迷惑了你的眼睛？它们就这
样在小小的街心花园里，飞来飞去，
消失又再现，似乎它们掌握着一个
高级秘密，又并不想与外界分享。

麻雀总给人忙忙碌碌的印象，它
们专注的事物也非常单一，就是觅
食。它们真的是可爱的吃货。春天
的时候，我坐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
一边听着喧嚣的车流和人间烟火的
合奏，一边看着麻雀在捡拾杏树下的
落英。它们的小脑袋不停地震动着
啄食，有时确定是杏花树上飘落的花

儿或者其它嫩芽渣滓，而有时仿佛就
是土粒沙粒。我不知道，不能确定。
但这些都构不成我的困惑。我总是
非常喜爱它们。我认为这是珍贵的
城市野趣。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我才
相信人类的手上还有一些机会。你
看，我这个小城，稍稍做得好一点，比
几十年前稍稍文明了一些，大自然就
对这种善意给予丰厚的回报。

另一个麻雀群在江滨公园。这
个小城一条江水穿城而过，沿江两
岸的带状公园有比较丰富的野趣。
在另外三个季节里，麻雀并不是主
角，但在冬天，就完全不一样了。我
们这个地方，冬天的时候所有的生
命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停滞或者潜
伏下来，色彩几乎消失殆尽，一眼望
过去，只有松树的苍绿和其它树裸
露着枯树枝的黑褐色。这时候公园
里的活物差不多只有鸟类。这一支
麻雀群可以称作超级社群了吧？我
想它们得有四五百只。它们在江滨
公园移动的时候，简直就像一团黑
云翻上翻下。当它们落在松树下，
或者落在枯枝上，有密集恐惧症的
人就有的瞧了。麻雀的颜色和大

小，决定了那种密集
的影响力，我总是浑身
麻酥酥地看着它们。但这

“恐惧”着实有趣。有时候也
会想，这个超级麻雀群可能对自
己的团体比较清醒，或许它们已经
认识到规模的意义。它们活得快活
又自信，无论起飞还是降落自带一
种出入无人之境的气势。公园里从
早到晚都有人流，还有三座繁忙的
过江大桥在其间错落着，这些都打
扰不到它们。我相信这个城市不会
再故意伤害它们，但是我也不知道
鸟儿们是如何感知人类的善意和理
性的。我在江边的橡胶道上走步，
心里会想，真实的世界也许就是这
样的，我们和它们之间或者并不需
要彼此感恩，我们共同源于造物主，
或者万物只对造物主负有恩情。然
而，我们作为万物之一，倒是应该始
终怀有一颗虔敬的救赎之心，检视
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住在城市的西边，依傍着一
个美丽的小湖。春天的时候偶尔有
一对鸳鸯在小湖上盘旋一番，湖面
上稍作休整后再离开，只留下一波

波涟漪给人们回想。在整个冬季和
料峭的初春时节，总有那么零星的
几次，一只海东青从我的目及之处
孤傲地飞过，那可真是惊鸿一瞥！
因为你从来没有熟悉过它，不知道
它从哪儿来，也不知道它去哪里，它
独来独往，矫健敏捷，除此之外，你
无话可说，也无法描绘。它实在是
一个谜，非常动人的谜，我对它保有
永远的憧憬。

讲真，我并不知道城市野趣到
底是一个怎样的话题，但是我知道
它给了我想象力，让我觉得如果哪
一天，一个晚归的人，或者一个经营
深夜食堂的烧烤摊，在城市深睡的
凌晨时光，目睹一群大象慢吞吞地
穿城而过，或者一只小狐狸寻寻觅
觅地消失在幽暗僻静的胡同中，我
都会毫不迟疑地相信那是真实的。

麻雀·我们·城市
□安石榴

城市野趣给人以想象力，让人期待有那么美好的一天，一
个晚归的人，或者一个经营深夜食堂的烧烤摊，会在城市深睡
的凌晨时光，目睹一群大象慢吞吞地穿城而过，或者一只小狐
狸寻寻觅觅地消失在幽暗僻静的胡同中……

张济 《身边又见雀儿飞》 国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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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

人有两种冲动，一种
是审美的冲动，即沉醉于
当下瞬息的独特感受；另
一种是形而上的冲动，渴
求永恒与无限。今天，我
们的生活如此匆忙，顾不
上看看身边的风景，我们
总是生活在眼前与当下，
忘记瞻望永恒。作为美
术学院的教授，晁方方用
手机即时摄影的方式沟
通了这两种冲动，借助窗
外的真实风景，记录下了
瞬息与永恒，用视觉形象
来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时
间的流逝，对信息时代做
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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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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